
類別 編號 社團課程名稱 指導老師 上課方式 上課內容/會議室連結 指定作業 繳交方式

1 空手道社 楊德華 非同步上課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cNom5vJd7

g
觀賽心得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

ders/1SAcnDmbJ_VnwlXB1H_2

izGZIbmtbMH1H?usp=sharing

2 國術社 廖振昇 非同步上課 清風扇 清風扇

用classroom繳交 學習影片,網

址如下

https://classroom.google.com/c/N

TIwNTI4OTU3NTEz?cjc=gvkgz

ec

3 排球社 黃信學 非同步上課 比賽影片觀賞 心得撰寫

classroom作業繳交

(https://classroom.google.com/c/

NTIwODExOTcyODE0?cjc=4c

mxl4d)

4 羽球社 何浚豪 非同步上課

2017 全英羽球公開賽 女單 決賽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_ugMSK6A

2w

心得報告
https://forms.gle/RpunT8NyMNb

gC2zbA

5 桌球社 余鼎峯 非同步上課
https://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9i9FySAYn5

xAK9syncC_SFFxPhFv5ML7
google問卷

https://forms.gle/fHFHSrewR5L

m5Bru8

6 籃球社A 邱懷德 非同步上課 肌力體能訓練 訓練影片 上傳LINE群組記事本

7 籃球社B 葉力齊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mff-mdfv-pjc

8 籃球社C 尤智明 非同步上課 籃球影片觀賞教學 繳交學習單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

ders/1Ig4d0gJq1n2xQqPDaH-

3Uxad-N0rkCJK?usp=sharing

9 棒球社 劉書豪 非同步上課 基本動作、體能操練 投手操、仰臥起坐、伏地挺身 利用LINE群組影片

11 劍道社 林俊呈 非同步上課 劍道形第一招 流程與心得 to email:linsun@saihs.edu.tw

12 滑輪社 杜奕賢 非同步上課

影片觀賞

https://youtu.be/dtTcwx1_zXY

觀影心得

心得寫作 dolbydu@yahoo.com.tw

13 滑板社 鄭博安 非同步上課 觀看年度滑板大賽 心得及最愛選手
寄送email

brain880922@gmail.com

14 自行車社 張皓翔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xok-mboz-yws

體

育

性

(

1

4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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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小酒窩康輔社 孫沁渝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eda-wsrn-jmo

16 交通服務社(A) 高詮詠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wyy-ujsh-pwh

17 交通服務社(B) 李芳瑋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wyy-ujsh-pwh

18 環保服務社(A) 康繼文 非同步上課 環境教育影片賞析 撰寫閱讀心得 用google classroom

19 環保服務社(B) 張佑宇 非同步上課 環保相關影片 寫心得 雲端硬碟資料夾

20 吉他社 陳文元 非同步上課 針對學員個別練習進度給予建議

學員們於上課時段, 將自己從上學期初

開始到現在彈奏較有把握的部分 (如: 幾

個重點常用和弦的按法、C調音階、

Slow Soul節奏彈法、Folk Rock節奏彈

法、芭樂和弦(卡農和弦)進行、"小手拉

大手"整首、"飛鳥和蟬"伴奏或旋律等

等)錄影後, 傳到自己的YouTube, 把影片

設定為不公開(擁有連結者可觀看), 把連

結寄到專用信箱: saihsguitar@gmail.com

信件標題範例: 園一智-李大元-吉他社線

上課作業. 最多可以寄3段影片連結, 繳

交狀況會影響期末總成績之評比.

把影片設定為不公開(擁有連結

者可觀看), 把連結寄到專用信

箱: saihsguitar@gmail.com 信件

標題範例: 園一智-李大元-吉他

社線上課作業

21 熱音社 陶存孝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ihv-grnr-exi

22 弦樂團 黃鈺茹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pci-tvwb-cqa

23 打擊樂團 黃玟婷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pci-tvwb-cqa

24 電影欣賞社 謝倩瑜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dpy-ysqb-ovm

25 風雨同舟（手語）社 李浩 非同步上課 舞蹈影片賞析 500字心得
e-mail:

sarton425@yahoo.com.tw

26 熱門舞蹈研習社 陳爾佑 非同步上課 練習表演舞內容 錄製表演舞影片 上傳至社團Line群組

27 滾球社 何靜婷 非同步上課 影片欣賞(帕拉林匹克運動會) 學習單問答 雲端資料夾

28 流行音樂社 諶信宇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qyf-brqy-jnj

29 合唱團(A Cappella) 陳衍霖 非同步上課 glee歡樂合唱團 心得 社長收齊後一併繳交

30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湯于毅 同步上課 meet.google.com/tqc-etdx-oe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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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象棋社 林世偉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usq-gkvq-zyp

32 新媒體傳播社 游珈瑄 非同步上課
透過上週企劃撰寫的方式，以「自己」為主題

，列出一篇拍攝企劃。

內容：可以從自己的名字、自己喜歡的

東西、自已的家庭⋯⋯等為發想主題，

藉由上述拍攝企劃，實際拍攝一個短片

，並完成剪輯。片長限制：兩分鐘以

上、八分鐘以內。拍攝方式：自拍或請

家人朋友拍攝皆可。拍攝地點：家裡就

可以了。（請注意公眾場所之安全）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

ders/1LJJzum8YXOZk0tU2z7_J

UHRYY8vFsm7t?usp=sharing

33 動漫社 陳柏穎 非同步上課 動畫介紹 300字上下心得 Nogisaka0611@gmail.com

34 水彩研習社 王瀚賢 同步上課 http://meet.google.com/evp-nxxf-hkr

35 桌遊社(A) 黃楷鈞 非同步上課

觀看老師自製的桌遊教學影片至少一部(網址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kYs5GfCzk

I0xnza7CueDww )

請在任一影片內留言簽到，並記住一個

想玩的遊戲的規則，下次課程會帶實體

遊戲來玩，無需繳交任何作業。

請在「冷門桌遊教學頻道」任

一影片下方留言（留言內容不

拘）

36 桌遊社(B) 陳力群 非同步上課

在網路(例如youtube)中找選擇一款桌遊，觀看

該桌遊的規則或遊玩過程，建議可以從「逸馬

的桌遊小教室」或是「勃根地桌遊 Board

Game Leisure」去找你們有興趣或玩過的桌

遊。

寫出上述你們觀看的桌遊的優缺點(可只

寫優點或缺點)或是在遊戲中提升勝率的

手段，至少四十字。

寄作業到
peterrich410020@hotmail.com

。請記得附上姓名。

37 嘻哈文化研習社 許軒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abr-gpwo-jnw

38 攝影社 馬顥文 非同步上課 攝影教學 修圖
email:

jordanxd87123@gmail.com

39 日文研習社 張弘錡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ciz-vzvc-sw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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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SAin黑客IT社 嵇鈺琪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gcy-cksw-taf

41 歡樂閱讀社 袁慧玲 非同步上課
觀賞“奇蹟男孩”電影，並至青春博客來投稿

“奇蹟男孩”讀後心得

至青春博客來網站投稿“奇蹟男孩”讀後

心得

投稿完將畫面截圖上傳至

Google classroom （110歡樂閱

讀社，課程代碼：uajtlnw）

42 電機研習社 張深淼 非同步上課 plc 指令 觀看plc指令影片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

ders/1fKIWXI0k9ETWMkZfFP

HfbmSbWSC98UfO?usp=sharin

g

43 創客社 邱佳椿 非同步上課 https://www.tinkercad.com/ 自行設計3D模型，等復課時可以列印 復課時自行以USB隨身碟列印

44 機器人研習社 林敬堯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mxb-kxfh-amn

45 創意電子社 詹耀仁 非同步上課 液氮超頻、win11、神奇的電磁效應 心得報告 google classroom

46 美食研習社 黃子芸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shk-zygq-vud

47 心理學漫談社 余曉涵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vwu-ytzv-tvt

48 綠手指園藝社 鍾敏君 非同步上課 園藝作物栽培相關影片  影片內容心得填寫 Google 表單填寫

49 書法社 張秀寧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vgp-crvf-fqr

50 英文影片欣賞社 李欣怡 同步上課 meet.google.com/jsa-egyz-xqi

51 軍事武器研究社 江宇斌 非同步上課 指定觀賞影片(片名：護送錢斯-Taking Chance) 200字以上心得
以電子郵件寄至：
polarlight.max@gmail.com

52 造園景觀研究社 張瑞汝 同步上課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vhf-mvae-no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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